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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 普惠” 哲学理念
“ 普惠” 的哲学理念属于哲学理论创新所要确

其实现模式说成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最高标准，再
以强制手段向全世界推广，以排斥非西方世界文明
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如不接受，就实施围堵打压，甚

立的核心理念。 普惠，本质上就是哲学的。 哲学是

至发动战争，以达至维护西方中心地位与赢者通吃

爱智慧，哲学智慧能使人人受用、受益，使人活得有

的目的。 普惠价值，则是在注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

意义、有价值。 哲学是一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学

基础上进而强调统一性、共同性、平等性、包容性、互

问，也是一种对人的存在、发展、本质和意义进行理

鉴性、协商性和共享性，全方位、全过程地以发展好

性反思的学问。 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说到底是

维护好实现好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一

为了促进人自身的发展，使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切为了世界各国人民，一切依靠世界各国人民，一切

普惠理念具有其理论渊源和文本基础。 一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注重“ 和合” “ 协和万邦” “ 世界
大同” “ 兼济天下” 的普惠基因。 二是马克思主义具
有关于“ 普惠” 的丰富思想资源。 三是习近平强调
的“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

尊重世界各国人民。 普惠价值不仅注重价值在形式
上的普世性，而且更强调价值在实质内容、实现方式
和实际效果上的普惠性。

二、树立“ 平等包容” 哲学思维方式

想，就是普惠理念的集中体现，与普惠理念所蕴含的

世界和时代发展趋势，内在要求超越“ 主体” 统

多样、共同、共识、包容、互鉴、合作和共享精神在本

治“ 客体” 的 哲 学 思 维 范 式， 逐 渐 走 向 注 重 主 体 际

质上是相通的。 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普惠
的性质和内涵，它是普惠理念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
是中国为实现普惠理念提供的中国方案。 需指出的
是，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和超越资本主导的逻

“ 平等包容” 的哲学思维范式，实现哲学思维在范式
或形态上的跃迁。 平等包容是相对于“ 主体” 统治

“ 客体” 而言的，其真谛在于世界各个国家不分强弱
贫富，必须尊重其主权，都有权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国

辑，从而走向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

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反映世界发展趋势，我

理想社会，其指向显然是普惠的。 因此，中国特色社

们应坚持主体之间的平等包容，推动世界各国主权

会主义道路，既具有“ 中国特色” ，也具有世界历史
意义。

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当今中国的历史已成为
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与国家之间，你中有

普惠理念更具真理性、道义性和人类性，在这个

我、我中有你已成为基本事实。 这意味着“ 地球村”

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普惠价值。 历史来看，在所谓的

时代真正来临了，人类愈发休戚与共，世界已没有独

“ 普世价值” 中，虽具有某些合理因素，但也具有诱
惑性、迷惑性。 我们更倡导“ 普惠价值” 。 普惠价值

不否定、不排斥“ 普世价值” 中所讲的价值，如自由、

善其身的赢家。 这也内在要求超越“ 主体” 统治“ 客
体” 的哲学思维，走向注重主体际“ 平等包容” 的哲
学思维。

民主等，甚至坦坦荡荡、充满自信地高举自由、民主

这种思维方式就其内涵和实质来讲，它注重交

的旗帜，把这些价值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积极吸纳进

往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包容性，即平等对话和交往与

来，从而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然而，我们

包容性发展。 在当今世界，这种思维方式突出体现

既要透过 种 种 表 象 辨 析 和 识 别 西 方 所 谓 “ 普 世 价
值” 的本质，更要倡导普惠价值。 “ 普世价值” 是西
方借价值所谓的“ 普世性” ，把西方特殊的价值观及

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
尊重各个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应当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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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在尊重各个国家核心价

明互鉴，注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重普惠全人

值的基础上，应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传承中华优

类，所以它可以引领 当今世界和时代的发展。

秀传统文化，又凸显世界潮流，具有国际视野、全球
共识的战略高度，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之间构

四、构建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 普惠哲学”

建了一道桥梁，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取

从哲学上讲，“ 普惠文明论” 的核心内容是共创

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第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共享共治。 哲学理论创新所要坚持的政治立场是以

体，要打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摒弃过去的冷战思

人民为中心，所以，引领当今世界、时代和实践发展

维以及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零和博弈等陈旧思维，

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理论可以提炼为人民共

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里，
呈现的将是“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文明新景象、
“ 命运与共、唇齿相依” 的安全新局面、平等互利的
交往新方式。 显然，要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创新理论，就必须反映世界和时代发展趋势，在哲学
思维上确立主体间“ 平等包容” 的思维方式。

三、创立“ 普惠文明论”
具体来说，“ 普惠文明论” 包含十个基本要素：

创共享共治的“ 普惠哲学” 。 这里需要做充分深入
的哲学论证和说明。 第一，概念界定。 “ 普惠哲学”

是反映世界发展趋势、时代精神和实践发展要求进
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
“ 普惠哲学” 是一个关系概念，是指在当今全球化大
背景下，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共利存在、互依
互惠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以“ 多样平等” 的哲
学理念进行合作共赢，共同去解决 “ 人类究竟向何
处去” 这一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难题，从而达

世界多样；人类共同；中国道路；文明互鉴；凝聚共

至“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 的结果和目的。 第二，人民

识；包容发展；协商共治；合作共赢；共建共享；共在

共创共享共治的“ 普惠哲学” 有其存在根据。 在治

文明。 世界多样，说的是各美其美，世界各个国家在

国理政方面，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 普惠哲学” 在习

国情、发展道路和文明等方面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有充分的根据，它是习

点；人类共同是说美美与共，人类是一个“ 类” 的共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习

同体存在，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应共同参与全球治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分丰富，贯穿

理，推进共同发展，达至世界和谐、大同、安全；中国

其中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道路是指各有特色，应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自己国
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

也蕴含着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 普惠哲学” 。 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主题是坚持

一种新型文明；文明互鉴是指美人之美，各个国家需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

要互相借鉴汲取他国文明有益成果；凝聚共识是要

族伟大复兴；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强国之道是

寻求最大公约数，国家之间遇到各种矛盾和分歧时，

新发展理念；总体方略是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

通过协商达至共识；包容发展讲的是包容性发展，一

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国际战略是

国应接纳、认同他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协商共治是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个国家通过平等对话、协商、交流，共同建设所共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 “ 普惠哲学” 体现了中国

在共有的世界，共同推动世界发展繁荣，共同享有世

发展起来以后，面对新的历史方位进行整体转型升

界发展成果；合作共赢是指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共

级的时代发展趋势和实践发展要求。 在中华民族伟

建共享指各个国家都是参与世界共建且平等互利的

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主要集中在

主体；共在文明是指确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

解决好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三大根

理念的文明。 这十个基本要素是一个有机整体，构

本问题。 生产力方面，“ 激发人民创新活力” 问题，

成“ 普惠文明论” 的总体性内容，需要从“ 普惠文明

使社会充满生机；生产关系方面，实现人民共享发展

论” 的总体性内容中再进一步阐述其核心内容。

成果；上层建筑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其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成果，
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立论基

现代化，使“ 人民共同参与治理” ，即共治。 这三大
根本问题蕴含着“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 思想。

础。 其二，以世界（ 文明） 多样性和统一性为立论前

基于上述理由，以人民共创共享共治为核心内

提。 其三，以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为立论基石。

容的“ 普惠哲学” 可以发挥引领当今世界、新时代和

其四，以文明互鉴和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华新文明为

实践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而成为当今新时代所需要

立论核心。 其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且达至人

的哲学。 当然，这种哲学还在建构中。

类普惠为立论目标。 其六，由于普惠文明注重当代
中国所承载的时代—历史使命，注重世界（ 文明） 多
样和统一，注重阐释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注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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